
序号 名   称 地   址 联系电话 负责人
1 西安市三兆公墓 西安市三兆路 029-85524061 李钊
2 西殡安陵苑 西安市三兆路 029-85512273 孙彦玉
3 高桥公墓 灞桥区红旗街办高桥村 13991185533 陈本菊
4 寿阳山公墓 长安区炮里乡西凹村 029-7287092 陈亚光
5 白鹿原公墓 蓝田县孟村乡李华村 13891881875 崔晓莉
6 灞陵墓园 灞桥区灞桥乡毛西村 029-83512505 薛国辉
7 镐京骨灰公墓 长安区镐京乡镐京村 029-85808198 薛战柱
8 枣园山公墓 长安区引镇枣园村 029-85886511 刘有幸
9 凤栖山北区公墓 长安区鸣犊镇留公村 029-85885352 李兴民
10 凤栖山南区公墓 长安区鸣犊镇高寨村 029-85886326 高彦学
11 神禾墓园 长安区黄甫乡贾里村 13892810045 梁希峰
12 凤凰岭公墓 蓝田县三里镇陶沟村 13909222094 王志学
13 骊山墓园 临潼区斜口镇张铁村 13991152999 韩海峰
14 慈恩园骨灰堂 长安区五台乡留村 13991399212 耿庆华
15 西安南郊骨灰寝园 西安市青松路 029-88246162 田成武
16 汉陵墓园 灞桥区灞陵乡毛东村 13991126799 郭喜凤
17 临潼骨灰堂 临潼区西郊 13991278567 吕国华
18 阎良汉皇树葬骨灰公墓 振兴乡昌平村蒲北旱塬坡

地
029-86859117 王能文

19 西安市回民公墓 西安市灞桥区 029-87614351 屈景慧
20 九龙山骨灰公墓 户县石井乡潭峪村 13572861616 包武信
21 宝鸡市天台山陵园 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孙家

庄村
0917-3672255 王学文

22 常羊山公墓 渭滨区神农镇蒙峪沟村常
羊山

0917-3351309 郑再锋
23 陇县二郎山公墓（土

葬）
陇县二郎山 0917-4609557 白林

24 千阳县龟山公墓（土
葬）

千阳县龟山 0917-4218647 师金位
25 陈仓区蟠龙公墓 金台区蟠龙镇蟠龙村 0917-2892588 徐跃
26 宝鸡市金台区福安公墓 金台区中山西路街办胜利

村
0917-3570555 陈亮

27 岐山县福盛陵园公墓 岐山县殡仪馆后山 0917-8587975 贺鹏云
28 宝鸡市福祉园 宝鸡市金台区宝平路30号 0917-2827258 袁恩喜
29 咸阳市茂陵故园 兴平市周茂路北段 13992060603 边和平
30 五陵故园 咸阳市咸宋路北段 029-33118016 师岳
31 万寿骨灰公墓 三原县陵前镇墩台村 13992086818 侯涛
32 武功县后稷故园 武功县贞元镇宋家村 13891000050 张钊
33 咸阳市福寿园 秦都区马泉街办查田村 13992028380 翟俊哲
34 泾阳县卧龙山骨灰公墓 泾阳县高庄镇聂冯村 15802960333 王新博
35 永寿县翠屏山长青园公

墓
永寿县永坪乡沿路村翠屏

山
13891434958 程东东

36 礼泉县唐昭陵公墓 礼泉县烟霞镇山底村以北 13484666666 王宏
37 渭南市龙寿山公墓 渭南市临渭区向阳街道马

家村
0913-2076366 曹三贵

38 荆山骨灰公墓 富平县杜村镇姚村 029-86850114 程念锋
39 华阴市西岳故园骨灰公

墓
华阴市殡仪馆内 0913-4612564 张银锁

40 韩城市梁山骨灰公墓 韩城市板桥乡皮庄村 0913-5219972 李芙蓉
41 蒲城县饶山公墓 蒲城县响石盖村 0913-7212434 赵福全
42 华县天龙骨灰公墓 华县赤水镇程高村南塬荒

山坡
2021276 蔡小锋

43 铜川市骨灰公墓 铜川市大同路15号 0919-2588264 朱有良
44 延安市仙鹤岭公墓 延安市火葬场后山 0911-2116258 宣永红
45 八宝岭公墓 延安市万花山乡锁崖村 15991558885 梁怀玉
46 安塞县仙乐山公墓 安塞县真武洞镇五里湾村 马志斌
47 志丹县德明园公墓 志丹县纸坊村杨庄村 9116978133 金勇
48 榆林市榆阳区牛家梁公

墓
榆阳区牛家梁林场 王栓林



49 汉中市骨灰公墓 汉中市汉台区老君镇付庙
村

0916-2236414 胡汉军
50 南郑县汉山明珠墓园 南郑县白马乡权家湾村 0916-5512735 屈启成
51 南郑县圣水园骨灰公墓 南郑县胡家营乡赖家山村 13335367123 邓强
52 城固县堰滨骨灰公墓 城固县三合乡于观村 0916-7292828 郭庆华
53 勉县定军山公墓 勉县定军山镇 13991611016 晏华林
54 洋县骨灰公墓 洋县戚氏镇 0916-8291294 杨宝玉
55 西乡县骨灰公墓 西乡县城关镇付溪村 0916-6213351 晏国利
56 略阳县公墓（土葬） 略阳县城关镇何家坟 0916-4830383 徐永生
57 汉台区玉皇山泓钹陵园 汉台区汉王镇 0916-2210426 岳林
58 镇巴县土葬公墓（土

葬）
泾洋镇七里沟村 0916-6714259 康树勇

59 安康市骨灰公墓 安康市汉滨区育才西路138
号

0915-3269210 王遵强
60 安康市汉滨区洪龙寨公

墓
安康市汉滨区江北办朱家

湾村
13509156060 田平

61 平利县土葬公墓（土
葬）

城关镇纸坊村 0915-8421701 方建平
62 商洛市卧龙山公墓 商州区卧龙山 0914-2380680 金有良
63 柞水县板桥山公墓（土

葬）
柞水县石镇村板桥沟板桥

山
13909146663 张国定

64 洛南县缠带玉公墓 洛南县城关镇杨川村菜子
沟

0914-7893888 张冰
65 杨凌福泽园骨灰公墓 大寨乡陈沟村 029-82219787 贾琪


